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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結合大寮區農會、高雄監獄、高雄女子

監獄、輔英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中山工商、

大高雄記者公會，大寮區產官學等單位組成策略聯

盟，於12月10日上午10時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籃

球場共同舉辦「大寮農特產促銷嘉年華會」活動，

共同行銷大寮區農特產紅晶鑽紅豆和優質米。

活動開始，首先和春技術學院舞獅帶來喜氣

，接著輔英科大的啦啦隊熱力演出吵熱氣氛。 

大發廠商協進會副理事長鄧文彰致詞表示：

第一次在大發工業區舉辦紅豆節活動，工業區廠

商在拼經濟的時候，同時也照顧大寮農民、行銷

大寮紅豆。短短1周，工業區廠商已認購3000組

紅豆禮盒，送給員工、朋友及客戶當伴手禮，祈

望春節還會有大批訂單湧入。

李副市長永得表示，整合大寮區內各界資源

行銷在地產業，值得其他工業區學習跟進，也要

農業局共同推廣。

立委林岱樺、高雄市議會副議長蔡昌達、大

寮區長王宏榮都致詞稱讚大寮紅豆的好，感謝廠

商把紅豆當伴手禮，讓大家享受真正的好紅豆。

大寮農特產促銷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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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技術學院副校長呂綺修表示，學校餐飲

老師研發紅豆肉粽，以低熱量、高鐵的紅豆取

代土豆，尤其適合女性，端午節前光預定就超過

9000顆，賣到缺貨。

輔英科大主任丁麗芬表示接受教育部委託辦

理體識能檢測，配合農特產促銷嘉年華在大發工

業區進行，不少工業區員工和員警參與，雖然只

有幾分鐘，但馬上可以看出自己的身體狀況。

最後，大寮區農會蔡景逢總幹事感謝廠商協

助行銷大寮農特產，他對大寮農民有信心大寮紅

豆是獲產銷履歷認證的紅豆，白米也在國內獲獎

連連。「產品很好，就是不太會行銷」，現在有

產業界的領袖幫忙，行銷大寮農特產，農民會生

產品質更好的農產回饋廠商。

現場還有高雄監獄、高雄女子監獄、大寮區

農會、和春技術學院、更生人保護會、中山工商

設攤分享大寮紅豆和米相關產品，出席活動廠商

及員工、民眾都覺得廠商協進會把廠商和地方結

合在一起，相當有意義。

▲1.大發廠商協進會副理事長

鄧文彰

2.高雄市政府副市長李永得

3.立法委員林岱樺

4.高雄市議會副議長蔡昌達

5.大寮區農會總幹事蔡景逢

1.

3.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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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農特產品嘉年華會

▲1.英挺美麗的男女騎警及宣導攤位

　2.林園分局長陳銘宗邀請黃滿清主任進行酒精

測試體驗

  3.林園分局分局長陳銘宗與李副市長及工業區

服務中心主任合影

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為響

應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舉辦

之「大寮農特產品嘉年華會」，安排

了精彩的警技表演，及別開生面的犯

罪預防、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活動於12月10日上午10時熱鬧展

開，李永得副市長、立委林岱樺、副議長蔡昌達

等多名地方士紳均到場共襄盛舉，亦吸引許多在

工業區服務的上班族及學校學生前往參觀，現場

氣氛熱絡。林園分局由常訓教官帶領員警表演綜

合逮捕術，展現警察健康、活力的一面，並在自

家宣導攤位設計了酒精測試的趣味遊戲，提供啤

酒、藥酒、米酒等三種酒類，讓民眾飲用一口後

，實施酒精濃度測試，讓民眾親身體驗後，警惕

自己「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千萬不可心

存僥倖。數支酒瓶一字排開，許多民眾圍在攤位

前，一試自己的「酒量」。林園分局更秀出「騎

」招，特別向警察局騎警隊洽借了兩匹馬兒到場

協助宣導，分別是全身亮棕的「LINGO」和乳白花

紋的「馬可」。這兩匹馬久經訓練，性情乖巧馴順

，毫不怕生，大方與民眾拍照。看到英挺美麗的男

、女騎警並轡而行，紛紛爭相合照，並踴躍參加酒

精測試遊戲及各項有獎徵答，成為吸引全場目光的

焦點。

林園警分局分局長陳銘宗表示，最近天氣寒

冷，民眾常有小酌暖身或食用薑母鴨之習慣，少

數人認為飲酒不多，仍開車上路。惟酒後駕車將

降低注意力及反應能力，往往造成不可預期的意

外。期勉民眾藉由有趣的小遊戲，瞭解個人的酒

精耐受程度，並將「寧可坐計程車，也不要坐警

車！」及酒搭乘計程車、指定駕駛之觀念深植人

心，期盼人人知法守法，將酒後駕車衍生的悲劇

減到最低。

「騎」林園分局犯罪預防宣導出 　　 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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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26日上午在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由鄧文章副理事長代表致贈

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乙台，黃滿清主任代

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接受捐贈，並表達感謝之

意。在區內廠商見證下完成捐贈，場面溫馨隆重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熱心社會公益，服務中

心同仁致上最高謝意外，並期勉同仁愛惜使用捐

贈救災救護器材。希望在緊急時刻，可以增加搶

救生命黃金5分鐘的機會，發揮其最大效益。

目前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是全國工業區服務

中心第一個有設置AED的單位。

會中佳醫集團到場介紹何謂AED(自動體外心

臟去顫器)？AED的功能、使用操作方式、適用時

機、及優先設置7個公共場所有：1.長距離交通

工具2.觀光旅遊地區3.學校、大型集會場所或特

殊機構，例：立法院、監獄、健身中心、三千人

以上軍營4.大型休閒場所，例：電影院、圖書館

、演藝廳5.大型購物場所，例：大賣場、百貨業

6.旅宿場所7.大型公眾浴場及溫泉區。

根據衛生福利部近3年國人十大死因統計，心

臟疾病高居十大死因的第二名。心臟疾病所造成

的死亡，許多是以突發性心跳停止的形式發生，

而電擊正是可以使心臟恢復正常心跳的方式。當

有突發性心律不整而導致心跳停止的狀況發生時

，如能在一分鐘內給予電擊，急救成功率可高達

90％，每延遲一分鐘，成功率將遞減7-10％。因

此，傷病患的存活是和時間在賽跑，如果將AED

設置於人潮眾多的公共場所，供搶救時使用，可

降低該類傷病患到院前死亡率。

業區廠商協 會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大發服務中心黃滿

清主任致詞

▲佳醫集團講解AED

使用操作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鄧文彰副理

事長致贈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大發廠商協進會大發廠商協進會

大發服務中心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

AEDAED
捐贈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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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貿易自由化已成趨勢，尤其中國與韓國

簽署ＦＴＡ（自由貿易協議），引發國內

產業大震盪。

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表示，韓國與中國簽署Ｆ

ＴＡ勢必對我國產業造成影響，其中高品級鋼材

、工具機、汽車零組件、面板、石化、紡織及玻

璃等七項產業影響最大，而這些產業八成的產值

集中於中南部，為協助產業因應，政府除對外加

速洽簽ＦＴＡ外，對內將加速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提升這些產業的競爭力。

政府為了因應中韓ＦＴＡ等貿易自由化，行

政院早在今年十月核定「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

」，以維新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業與育成新興

產業等三項主軸，及推高值/質、補關鍵、展系

統及育新興四大策略進行，希望帶動國內企業發

展智慧化、綠色化及文創化的高質化產業內涵，

促進產業朝向高值化發展。

做好企業定位  勿迷戀過去成功模式

經濟部為了落實「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

，除了規劃稅制、資金、投資、預算、環境基礎

建設、土地及人才等配套措施外，也整合了國內

二十二個財團法人、十多家學校及七大產業公協

會的能量，成立了「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並

設置北、中、南、東及離島地區的傳產分團，以

及主力、新興和服務產業分團等八個產業分團，

再加上七大公協會分團，共十五大分團的力量，

分別依不同專長，希望從不同領域及地區來協助

產業升級轉型。

「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在十二月份展開全

中國與韓國簽署ＦＴＡ，對臺灣產業帶來不小衝擊。政府為此提出「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希望

帶動國內企業朝向高值化發展，並由經濟部成立「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前往全台各區，舉辦「產業

升級轉型行動方案」的輔導說明會，並搜集在地產業的意見與意見，協助業者升級轉型。

迎戰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挑戰

經濟部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
力助產業高質化 (天下雜誌政府專案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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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各區巡迴的輔導說明會，在十二月二日於高雄

大發工業區舉辦第一場輔導說明會上，由金屬中

心主辦的「傳產南分團」說明該分團的具體輔導

內容與作法，除提供單一服務窗口，並以成立技

術服務團隊、建立整合開發與測試平台、建立南

部智庫聯盟、鏈結南部產業輔導資源等策略，積

極協助南部業者，未來也將結合經濟部即將設立

的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進一步帶動傳統產業

創新轉型。 

南部在地成功企業榮剛集團與高準精密工業

，也在會中分享企業升級轉型成功經驗。榮剛集

團總裁陳興時表示，企業高值化的第一件事就是

要做好企業定位，從小範圍開始，逐步強化自已

在供應鏈的角色，同時轉型過程也不宜過度迷戀

過去成功模式，要隨時創新求變，將軟實力與硬

實力，結合成為巧實力。高準精密工業總經理鄭

義超則提醒企業轉型時，應思考企業具有那些特

點，並善用政府提供的補助計畫突破現有技術，

提升年產值。

「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三日繼續前往台中

工業區辦理第二場說明會，除了邀請精機中心說

明「傳產中分團」協助業者升級轉型的作法外，

並邀請振鋒企業董事長洪榮德與鐿鈦科技董事長

蔡永芳分享轉型經驗。

被稱為「鉤子達人」的洪榮德建議業者應思

考如何成長才能使企業屹立不搖，並說明振鋒轉

型戰略為物美（品質好）、價廉（價格合理）、

快出（交期短）、快進（供應鏈管理佳），成為

一個穩健獲利成長的公司。蔡永芳認為企業應從

外界需求及公司可運用資源，連結可能的產品或

服務去思考差異化。

接著「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於四日在新北

產業園區舉辦第三場說明會，由紡織所說明「傳

產北分團」協助業者升級轉型作法，同時邀請雅

瑟音響董事長蔡連水、華電聯網副總經理鄭炤仁

及祥儀企業董事長蔡逢春分享轉型經驗，吸引

一六位○業者參與。

蔡連水鼓勵企業運用政府資源，結合相關法

人升級轉型。鄭炤仁認為同業應掌握數位寬頻、

Video、動通訊等趨勢，建立關鍵技術，進而切

入相關市場。蔡逢春強調企業要大膽進行異業合

作，跨出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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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標：面對貿易自由化  從危機找出商機

「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接著在五日抵達安

平工業區舉辦第四場說明會，在「傳產南分團」

的主持下，由和明紡織協理莊清煉及榮剛集團總

經理張世豐分享轉型經驗。

莊清煉表示，紡織製造業必須透過不斷追求

研發創新，結合專業人才及外部資源，強化研發

能量，才能市場擁有一席之地。張世豐則是強調

業者應思考典範移轉問題，由理性加上感性才會

產生價值。

「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第五場說明會於

十一日在彰濱工業區登場，由「傳產中分團」邀

請恩德科技營運長劉俊宏與微程式資訊總經理吳

騰彥解析轉型成功之道。

劉俊宏以自家企業為例指出，當系統傢俱裝

逐漸成為辦公室及家居主流後，恩德從木工業轉

型為個性化系統家具業者，透過政府計畫與精機

中心合作，開發出智慧型板式家具整合生產系統

，客戶將設計需求資訊輸入雲端系統，即可產出

生產資訊、參數及３Ｄ圖檔，不僅減省材料，也

大幅縮短完工與交貨時間。

吳騰彥也表示，微程式開發U-Bike租賃平台

系統，由軟體公司發展成為智慧感應系統商，由

於懂得跟產業共同發展，才讓公司開發符合市場

的創新產品，搶得商機。

「國內業者不要害怕貿易自由化！」吳明機

鼓勵國內業者，以二○○○年我國簽署ＩＴＡ(通

訊科技協定)為例表示，簽署後雖然關稅降為零，

但是我國資通訊產業占國內產業的總產值，從二

○○○年的二五％，到了一四年提升為五○％，

顯見貿易自由化的競爭雖然帶來挑戰，也會帶來

發展機會。只要懂得掌握升級轉型、讓技術與產

品高值化，面對任何的危機也都有商機可得。

振鋒企業 洪榮德董事長

和明紡織 陳富泉總經理

鐿鈦科技 蔡永芳董事長

榮剛集團 張世豐總經理

雅瑟音響 蔡連水董事長

恩德科技 劉俊宏營運長

華電聯網 謝明燁副總

微程式資訊 吳騰彥總經理

榮剛集團 陳興時總裁

高準精密 鄭義超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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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與中華民國工業區聯合總會於11月26日

上午09：30在大發服務中心三樓會議室共

同舉辦專題講座-「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推廣

說明會」。共有50餘人出席講座活動。

首先，由本會鄧文彰副理事長表達莊理事長

因公出差無法到會議現場主持表示歉意，特別感謝

聯合總會提供本次會議機會，使區內廠商了解政府

，對產業升級轉型所做的措施。接著大發服務中心

黃滿清主任致詞：歡迎區內廠商能多參加廠協會所

辦理各項講座，感謝今日出席廠商代表共襄盛舉。

經濟部產業輔導中心陳志達講師宣導政府產

業升級轉型推動策略4大辦法有:1.推高質/值-提

升產品品級及價值2.補關鍵-建構完整產業供應

鏈體系3.展系統-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4.育新

興-加速新興產業推動，且逐項一一詳細說明。

最後，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楊信育常務

董事兼執行長，分享企業轉型成功經驗。介紹緯

航企業(股)公司成立及成長歷程，曾信哲董事長

一向秉持創新、研發品質以帶動企業邁入全球化

，因此積極擴編設計團隊達10多人從事研發。目

前具有船錨、繫繩柱、拉門、扶手欄杆、吊桿、

方向盤、不銹鋼窗、油水箱、釣魚椅..等九大產

品系列，系統總類有數百項，規格更達數千種。

為提昇產能並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新設備、新機械

之更新，奠定公司專業廠商的不可取代性。

緯航公司秉持董事長理念，除提昇產能滿足

客戶交期之需求外，更重視產品『零缺點』品質標

準，通過ISO-9002品質驗証，並教育訓練提昇員工

以『100％客戶滿意度』為企業服務理念。全體員

工在曾董事長帶領下具有共識－未來『ARITEX』將

成為生產最高級豪華遊艇用五金零件的代名詞。

活動於中午12時圓滿結束，對於本次企業轉

型成功經驗分享，與會廠商代表表示感謝楊執行

長精彩的分享，深覺受益良多。希望中華民國工

業區聯合總會能多舉辦相關講座，增加產業輔導

、轉型瞭解，廠際交流。

(左)緯航企業(股)公司楊信育執行長分享

(右)產業輔導中心陳志達講解產業升級轉型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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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103年度教化藝文、

作業技訓成果年終發表會

技藝　　　　．碩果

矯正署高雄監獄103年

「高牆」「高牆」

年度教化藝文

綻放綻放

為
鼓勵技訓及教化藝文班學員，學習專業技

能（藝）之努力，使其充分了解矯正機關

助其復歸社會之政策，並更進一步協助收容人出

監謀職、就業。透過結訓成果發表，人氣聚集之

機會，除可充分結合民間、學界資源共同合作參

與外，更可促使外界明瞭矯正機關技訓（藝）成

效，創造收容人就業契機，達成提升矯正機關之

新形象與新風貌。

高雄監獄典獄長陳世志十分重視收容人專業

技（藝）能，在其到任後便擴大辦理專業證照之

職業訓練職類，並加強技能訓練與自營作業科目

之結合，強化技術實用性，以增進收容人就業工

作機會，創造更有利之契機，因此特別運用年終

發表成果展的機會，一方面檢視收容人這一年所

學成果之優缺，以做為來年之檢討改進外，另一

方面也能讓收容人省視自身所學，並藉由對外之

成果發表，增進其自信、檢討缺失，在潛移默化

間領略自省的重要，形成蛻變-改悔向上之良機

。

高雄監獄今年度首辦教化藝文、作業技訓成

果年終發表會訂於本（103）年12月26日上午10

時假戒護區崇善堂舉辦，除安排表演活動與謝師

禮外，本年度丙級考照方面共報名參加堆高機操

作、電腦軟體應用等六種職類，計85人參加考照

，均全數通過檢定測驗，順利取具職專業技術士

證；在短期技訓（藝）方面，則展出教化藝文皮

雕、手工皂、書法、竹編、國畫等作品以及作業

技訓美濃紙傘、木工雕刻等作品，展示項目達80

件以上，作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另該監也發

表與台塑王詹樣公益慈善基金會共同推展之彩虹

計畫與深耕計畫之成果，並於現場提供中餐烹調

與烘焙食品之技訓美味佳餚，提供來賓與學員共

享，無論是視覺、味覺，都讓與會人員充分感受

到監獄的用心與收容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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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在地訓練服務有成

廠商齊聚發表會取經

 企業規劃在職訓 

公司員工達　　

因
應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屏澎東分署在日前，舉辦103年度在地

訓練服務計畫成果發表會，透過專題演講、產業

座談，以及受輔導廠商心得分享，吸引上百名廠

商代表出席盛會，與會者紛紛表示透過本次活動

更加瞭解「在地訓練服務計畫」是為企業量身打

造的訓練計畫。

這場成果發表會中，特別邀請前高雄市產業

發展協會理事長李樑堅，分析國內產業發展趨勢

及提供因應策略。他提出，面對中國大陸產業的

崛起，我國更應加速產業的調整，輔導不具競爭

力的產業作轉型等因應措施，也一再強調教育訓

練對企業的重要性。

針對辦訓，不少小型企業認為，過去想辦理

員工訓練時，會遇上因上課而導致生產線停擺，

或參訓人員出席率低的狀況，但若利用下班或假

日時間，員工上課意願低，導致辦訓不易。在地

計畫輔導委員李世聰表示，企業辦理教育訓練遭

遇困境，應是管理者及員工的共同責任，雙方都

應該有共同成長的心態，建議管理者能整合課程

規劃與職能，訂定各職務所應具備的能力及教育

訓練，並結合績效考核及升遷，進而培養出企業

內自主學習的風氣。

至於許多公司往往因為擔心申請政府資源手

續繁瑣，因而卻步放棄申請，在地計畫受輔導廠

商代表顏啟淵強調，在地訓練服務計畫的申請程

序相當簡單，對於公司負擔相對較小，非常鼓勵

業界申請。他進一步說，以往公司辦理課程多以

技術方面為主，希望提升生產力，讓產品品質提

高，卻忽略公司本身的管理人員心態需要調整，

才可增加公司的軟實力。三年前接觸在地計畫團

隊後，透過輔導委員建議及協助，建立公司整體

訓練風氣及員工態度，加上技術能力的提升，讓

公司競爭力大大提高。

該次發表會除展現今年度計畫成效外，同時

也邀請業界廠商擺設展示自家產品，也讓更多不

同產業別的廠商代表有所互動，使得傳統產業更

有異業交流的機會。

雙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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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大發工業區水電協調小組第2次會議 ▲大發扶輪社捐血活動 ▲大發就業服務台徵才活動

▲企業講座-人資人員必備的新增修勞工法令▲大發高爾夫球隊長盃

活動照片紀實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林宗志董事長 當選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第七屆理事第七屆理事

中華中華民

賀賀賀

▲環保署-環保標章申請及推廣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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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賀
新
禧

社團法人

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鞠躬

理 事 長　莊義隆

副理事長  鄧文彰

          林宗志

常務監事  楊信育

理　　事  劉俊成

理　　事  陳厚福

理　　事　張清全

理　　事  陳三福

理　　事  張貴城

理　　事  吳德霖

理　　事  陳安富

理　　事  吳榮治

理　　事  張先知

理　　事  李明沼

理　　事  余易蒼

理　　事  張昭熙

理　　事  戴于喨

監　　事  林育仁

監　　事  蔡西昌

監　　事  黃旭光

顧　　問  戴晉平

顧　　問  林德雄

顧　　問  徐  鈞

顧　　問  楊慶德

2 0 1 5

主　　任  黃滿清

副 主 任  王梅芳

組　　長  吳德昇

組　　長  林惠英

組　　長  黃家興

經濟部工業局

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YU HSING INTERNATIONAL CO.,LTD.

有興品質  用心堅持
專業外勞仲介，服務熱忱親切

服務指標 Service objective

高雄連絡處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

14號後棟

電話：07-7889938　傳真：07-7889939

為
促進國民就業、增進社會繁榮及經濟

發展，協助雇主招募聘僱外國人來台

工作，使各產業人力短缺之問題可充分獲得

改善，搭配本國人力解決長期缺工問題。

有興國際擁有健全服務團隊，從業人員均具

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及管理知識，以迅速、精

確的作業提昇服務品質。並於西元2006年訂

定全體同仁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照之目

標，使競爭力更趨於卓越。

有興國際以用心堅持的品質與將心比心的服

務，秉持有興用心、服務真心、客戶安心、

外勞放心為宗旨。期望達到雇主控管人事成

本、外勞提昇工作效能、獲取企業最大利益

為最終目標。

▲

詳細內容請見 http://www.hsing.com.tw/

台南連絡處

地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268號3樓

電話：06-3353930　傳真：06-3353900

E mpathy 同理心
⋯⋯⋯⋯⋯⋯⋯是否將心比心

V alue具有價值
⋯⋯⋯⋯⋯⋯⋯是否提升價值

C omplete-ness完美演出
⋯⋯⋯⋯⋯⋯⋯是否完美卓越

S incerity 真誠
⋯⋯⋯⋯⋯⋯⋯是否真實誠信

⋯⋯⋯⋯⋯⋯⋯是否可靠信任

R eliability值得信任

⋯⋯⋯⋯⋯⋯⋯是否良性互動

I nteraction彼此互動

⋯⋯⋯⋯⋯⋯⋯是否獲得授權

E mpowerment充分授權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CUMMINS 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多機並聯盤

防音型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SY
SUH YEOU

ENTERPRISE CO., LTD.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LANGES

擁有四十年經驗的專業法蘭片(Flange)鍛造廠商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5年(民國64年)，為專精於法蘭片(flange)

精密鍛造的廠商。由於敝公司的法蘭片廣泛應用在高規格標準的石化工業

上，所以我們要求在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必須正確無誤，不管是德規法蘭

(DIN FLANGES)、日規法蘭(JIS FLANGES)、美規法蘭(ANSI FLANGES)或是訂

製品的鍛造法蘭管件，都能依客戶要求生產製作。

高品質的塑友法蘭片 - 

堅持專業，持續苛求，超越每個客戶的期待

1995年榮獲了ISO-9001國際品保認證，這不但是對敝公司品質的肯定，也是

產品責任的最佳保證。

塑友的未來期許：不斷的改善與突破

敝公司深信產品製程，永遠都會有改善的空間，唯有不斷地檢討改善，並嚴

格品質管制，才能帶給客戶最好的產品及服務。

公　　司：高雄市三民區80768覺民路563號    　電話：07-3841080 (代表號)　傳真：07-3840122                                          

工　　廠：高雄市83163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5號　電話：07-7872060 (代表號)　傳真：07-7872506         

電子信箱：suhyeou@hotmail.com

Forged Stainles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區域教學醫院 評鑑優等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不斷充實醫療硬體設備，重資購置最新型

的1.5T高磁場全景式磁振造影掃描儀裝設

完成，加入醫療服務行列。配合醫療團隊

的價質服務，將可大幅提昇醫療品質。

　　本院購買西門子新一代的磁振造影儀有以下特點：

1.短隧道設計：大幅減低病患受檢時的壓迫感與幽閉恐懼。

2.檢查快速：透過更精良的平行影像加速技術，業界獨家第三代雙軸同

步掃描加速技術，縮短50%閉氣時間。

3.接收線圈的沿革：輕巧病人無負擔，同時線圈可以同時整合使用，讓

檢查的範圍由局部變成全景式。

4.低分貝的檢查：設備搭配主動式及被動式雙向合一降低噪音技術，為

病患提供最舒適的檢查環境。

5.超高空間解析度：全景式磁振造影技術更提供最高的影像解析度，連

微小病灶也無所遁形，讓臨床醫師在影像判讀上更深具信心。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提供專業醫療技術及優質的巡迴健康檢查服務，期許

能安心守護大發工業區員工的身體健康。

健康醫學扎根學習／臨床實務結合應用／基因檢測技術創新／預防醫學產業推動

Health medical solid learning / clin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 genetic test technology innovation / 
promotion preventive medical industry










